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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三季度浦西服务式公寓市场新增两个项目入市；浦东新增供应相对较少，空置率进一步
下降。

 三季度服务式公寓市场新增协信
莎玛长风和协信莎玛虹桥两个项目，
共计494套。原计划于三季度入市的上
海盛捷古北服务式公寓现推迟到四季
度开业。

 上海高端住宅租赁库存共计13,368
套，其中服务式公寓共计7,160套，
小业主公寓共计3,719套，别墅共计
2,689套。
 

 全市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下降2.4
个百分点至14.9%，全市空置单元共计
约1,070套。

 全市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下降3%，
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00.5元。其中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达
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44.9元（租金
指数环比下跌0.6%），小业主公寓平均
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81.2元
（租金指数环比下跌6.1%），别墅平均
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3.1元
（租金指数环比下跌3.7%）。

“浦东服务式公寓市场在最近几
个季度新增供应较少，随着现
有项目对需求的消化，三季度
浦东服务式公寓空置率有所下
降。”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上海协信莎玛长风服务式公寓，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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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住宅租赁市场新闻
个税改革

中国目前正在全国推行个税改革。对

在中国工作的中外方人员而言，税率

与征收标准的降低将惠及中低收入阶

层，但高收入阶层可能面临更多的缴

税负担。随着国内管理层的技能水平

不断提升，企业对外籍管理人员的需

求正在逐步降低。新个税政策削减外

籍雇员福利的操作正印证了这一点。

对外籍人员而言，新政最大的改变在

于税收居民的认定：原有政策认定外

籍人员在华居住5年以上方可成为征

税对象；而目前提案将逗留时间缩短

至183天，征税范围也扩大至外籍人

员的全球收入（包含其在中国境内及

境外的合法收入）。

个税改革方案将在2019年1月正式实

施，届时无论改革方案征收标准如

何，都将对在华外籍人员产生深远

影响。

市场概述
空置率 

三季度，由于市场新增供应有限，浦

东服务式公寓空置率大幅下降6.2个百

分点至13.8%；浦西则由于两个新项

目的入市，服务式公寓空置率小幅攀

升0.6个百分点至15.7%

租金

全市租金指数环比下跌3%，但平均租

金有所上涨，涨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200.5元。区域来看，全市最高租

金出现在静安区，平均租金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356.4元；最低租金

出现在闵行区，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117.1元。

区域聚焦: 徐汇区 2013年第三季

度—2018年第三季度

徐汇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之一，凭借

历史文化与城市魅力的交融，吸引着

来自海内外的高端人才，为服务式公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2012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2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2012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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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区服务式公寓租金及空置率，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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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指数（左轴） 空置率（右轴）

区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率
(%)

静安 356.4 16.5%

黄浦 243.3 24.2%

徐汇 223.3 9.7%

闵行 117.1 8.3%

浦东 233.9 13.8%

长宁 177.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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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空置率 (%)

2018年第三季度 环比 (%) 同比 (%) 2018年第三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44.9 (0.6) (2.3) 14.9 (2.4) (2.4)

小业主公寓 181.2 (6.1) (5.3) 14.4 0.3 0.2

别墅 153.1 (3.7) (3.9) 6.8 0.3 (0.9)

整体 200.5 (3.0) (3.6) 13.2 (1.0) (1.2)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2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市场表现，2018年第三季度

寓奠定需求基础。虽然服务式公寓

的平均租金（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23.3元）远不及北面的静安区（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56.4元），但区

内仍有如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上海

建业里嘉佩乐酒店等高端服务式公

寓。未来，徐汇区优良的地理位置、

便捷的服务设施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将持续吸引海内外的租客。

目前市中心新兴的租赁住宅也积极布

点徐汇。佰舍作为其中的代表，虽然

不直接参与高端服务式公寓的竞争，

但已在徐汇区通过改造老旧物业布点

13个中高端共享公寓项目，包括前

身为服装纺织厂的佰舍柿子湾。由此

也可以看到政府对租赁住房的政策支

持在向高端市场推进。目前佰舍一

些房型的租金已经达到人民币每月3

万元。这类新型共享公寓正以徐汇作

为试验区，逐步渗透到高端租赁住宅

市场。

市场供应
2018年第三季度，浦西迎来两个全

新项目：莎玛长风服务式公寓（362

套）以及莎玛虹桥服务式公寓（132

套），皆来自开发商协信地产。全

市服务式公寓市场共计套数为7,160

套，其中，浦西服务式公寓4,180

套，浦东服务式公寓2,980套。浦东

在本季度无服务式公寓入市（第二季

度仅有上海金桥红枫万豪服务式公寓

73套），空置率大幅下降。

市场展望
市场供应方面，原定于三季度开业的

上海盛捷古北服务式公寓现推迟至四

季度开业，并已于十月下旬启动了试

营业。整体来看，近年来高端租赁住

宅供应向服务式公寓倾斜，小业主公

寓及别墅供应相对较少，这种趋势在

未来几个季度将会持续。尤其在浦

西，虹桥交通枢纽的不断发展刺激区

域内供应加码，除盛捷古北（2018

年第四季度开业）以外，盛捷虹桥

（2019年开业）以及馨乐庭光新香溢

（2020年开业）也将陆续入市。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4

徐汇区租金及空置率，2013年第三季
度-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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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增服务式公寓，2018年第三季度

项目名称 区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上海协信莎玛长风服务式公寓 长宁 长风公园 2018年第三季度 362

上海协信莎玛虹桥服务式公寓 闵行 虹桥 2018年第三季度 132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3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2012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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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租金通常指项目中区楼层、面积约150平方米的两卧室套间（最常见户型之一）一年租赁期的租金。

项目聚焦
上海协信莎玛长风服务式公寓

普陀位于上海市中心以西，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高
速发展。受虹桥交通枢纽的外溢效应，区域中的
大渡河路、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以及华东师范
大学围合的长风商务区逐渐成型。蓬勃的发展势
头吸引协信地产在此开发了普陀区第一个外资运
营的服务式公寓项目：上海协信莎玛长风服务式
公寓。项目毗邻长风公园及成龙电影博物馆，面
向国内外高端人士。未来，普陀区将迎来诸如上
海馨乐庭普陀服务公寓（2019年开业）以及上
海馨乐庭光新香溢服务公寓（2020年开业）。

数据来源：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区位 建国西路268号，徐汇

业主 嘉华国际集团

运营商 尚臻酒店管理

租赁套数 30套

户型/面积
单间（50平米）
1居室（70平米）
2居室（90平米）

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3,000 - 2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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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服务式公寓未来供应，2018年下半年

 项目名称 区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上海盛捷古北服务式公寓 闵行 虹桥 2018年第四季度 285 雅诗阁

阳光城睿湾服务公寓 浦东 碧云 2018年第四季度 180 阳光城


